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董述恂 公司副总经理 

2 宋森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 孙玮 公司副总经理 

4 徐海霞 公司财务总监 

5 许志强 公司副总经理 

6 姜天信 公司副总经理 

7 王春涛 公司总工程师 

8 刘春明 总经理助理 

9 陈大相 总经理助理 

10 袁勇 数码科技总经理 

11 张永胜 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 

12 荣波 总经理助理 

13 彭远斌 数码科技副总经理 

14 赵国建 总经理办公室高级经理 

15 王辉 总经理办公室高级经理 

16 邱海波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17 杨民 技术中心研发部部长 

18 丛培诚 综合管理部部长 

19 马春光 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 

20 刘宏伟 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21 门喜波 数码科技副总经理 

22 徐志刚 技术中心研发部副部长 

23 王永华 技术中心总工办副总工 

24 孙志华 技术中心管理部部长 

25 区敏刚 技术中心硬件研究室主任 

26 刘锋 技术中心系统集成研究室主任 

27 丛新元 技术中心测试研究室主任 

28 王国强 技术中心软件研究室主任 



 

序号 姓名 职务 

29 车磊 技术中心固件研究室主任 

30 张继刚 技术中心结构研究室副主任 

31 孙建宇 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 

32 胡玉刚 海外市场部部长 

33 王华杰 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34 孙静 技术中心资深工程师 

35 陶鹏 技术中心资深工程师 

36 刘军华 技术中心信息技术部副部长 

37 李萍 财务部部长 

38 杨小利 财务部高级主管 

39 蔡海蓉 党委办公室主任 

40 张玉国 数码科技财务部部长 

41 周凌云 财务部副部长 

42 张国刚 总经理办公室高级经理 

43 曹少君 总经理办公室高级经理 

44 丁兆艳 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 

45 方旭亮 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 

46 梁玉鹏 国内营销中心市场拓展部部长 

47 栾海鹏 国内营销中心售后服务部部长 

48 胡朝霞 国内营销中心市场部副部长 

49 陈阳 国内营销中心售后服务部副部长 

50 王光 国内营销中心销售部副部长 

51 王德强 生产制造中心物流部部长 

52 姜利 生产制造中心质量部部长 

53 李恒 生产制造中心工艺工程部部长 

54 刘晓 数码科技业务部部长 

55 徐伟伟 技术中心主任助理 

56 刘凯 技术中心结构研究室副主任 

57 谷长刚 技术中心固件研究室副主任 

58 王锋 金融设备业务部高级主管 

59 杜丙田 技术中心中试研究室副主任 

60 徐庆帮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1 朱振宇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序号 姓名 职务 

62 朱先刚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3 郭宗胜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4 张涛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5 许加波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6 谢振虎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7 郑磊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8 高明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69 赵振兴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70 王朝义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71 薛祥坤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72 张杰 审计部部长 

73 隋月平 质量管理办公室副部长 

74 牟云志 海外市场部部长助理 

75 孙嘉岭 技术中心高级工艺师 

76 张政民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77 许逢博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78 郭克林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79 杨现刚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80 于转龙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81 张华明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82 曲之平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83 韩智华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84 刘国新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85 王宗林 技术中心高级技师 

86 陶俊强 生产制造中心高级技师 

87 段旭高 证券事务代表 

88 高素清 技术中心项目管理部副部长 

89 时国友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0 姜颖婵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1 高涛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2 高晓燕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3 刘丙庆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4 汤晓杰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序号 姓名 职务 

95 许海刚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6 杜玉振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7 刘洋 技术中心二级工程师 

98 郑旭升 财务部部长助理 

99 余学军 国内营销中心市场部部长助理 

100 王青松 国内营销中心市场部部长助理 

101 秦飞 国内营销中心区域经理 

102 孙宪光 国内营销中心区域经理 

103 韩晓刚 国内营销中心客服主任 

104 王扬 国内营销中心客服主任 

105 董绪强 国内营销中心客服主任 

106 苏晓丽 董事会办公室行政主管 

107 于克涛 生产制造中心装配车间主任 

108 李达兵 生产制造中心电气车间主任 

 


